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上海科瞻橡胶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科瞻橡胶

科技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上海

同济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上海市奉贤区

庄行镇长庭路18号2幢
5.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新增1

台平板硫化机，新增硅橡胶处理能
力54t/a，扩建后全厂硅橡胶处理能
力为105t/a。新增模具生产工序，拟
新增模具产能为100套/a，全部作为

本项目硫化工序使用的模具。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07 月 29 日至 2020 年 08 月
05日止）

2.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xxgk.eic.sh.cn/shhjkxw/
eiareportBgs/action/download.do?
stEiaId=521826cf-2a03-40f4-ae3c-
c42d81e0ac08&fileType=
BL_XM_TABLE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xxgk.eic.

sh.cn/template/gzyjb.pdf
4.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纸质查阅点：上海市奉贤区庄
行镇长庭路18号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

联 系 人：汪先生
邮寄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

镇长庭路18号
联系电话：33884296
电 子 邮 箱 ：

kzcg001@kezhantech.com
传 真：3388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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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评 公 示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欠债
40 余笔，金额 1000 多万，数十名员
工工资尚未结清，而资产又所剩无
几……这家曾为“统一”“喜之郎”

“王老吉”等多家知名食品企业提供
设备的机械制造公司似乎只有破产
清算这一条路。奉贤法院在受理案
件后，利用“执转破”机制对企业
进行破产保护，最终促成各方达成
重整计划，该企业于近期实现复工
复产。

所谓“执转破”机制，又称执行
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制度，是指法院
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资不抵
债、达到破产界限、符合破产条件，
通过一定的程序及时将企业移送破
产审判部门审查，以启动破产程序
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制度。

在调查中，审理此案的沈敏兰
法官发现，虽然该企业经过强制执

行无法清偿债务，具备破产条件，但
企业质地良好，不仅有较高价值的
知识产权，较好的食品机械生产管
理和经营团队，还有一定的市场品
牌度和声誉度。

“以前长期合作的国内外客户
经常打电话向我咨询业务，老员工
们也愿意回来继续工作，技术和市
场都有保障，食品机械是我的老本
行，如果能够渡过难关，前景还是
可观的。”该企业负责人唐某这样
说道。

于是，在经过多方沟通后，一个
让企业“破茧重生”的重整方案逐渐
清晰起来。一方面，帮助企业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恢复
生产计划，逐步打消债权人的顾虑。
另一方面，指导破产管理人与债权
人逐一沟通，分析利弊，寻找共识，
尽最大努力取得债权人的理解和支

持。鉴于众多债权中，税收债权占有
一定比例，合议庭还主动借力，联系
区税务机关共同推进企业重整工
作。对于税收债权，税务机关结合疫
情等情况，适当延长企业的偿还期
限。同时，法院和税务机关对企业今
后如何规范经营、防范风险及相关
税收政策等进行了指导。

最终，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
各方一致通过重整方案，由企业大
股东注资恢复生产，先行偿还部分
债务；之后企业定期按一定比例逐
步偿还直到履行完毕。至此，该企业
按下“重启键”，厂区内的机器再次
轰鸣。

进入盛夏，又到了庄行蜜梨集中上市的时节。受气候影响，今年的蜜梨可谓是长势喜人，亩均产量达到3500斤
左右，且甜度也比较高，深受市民们的欢迎。图为庄行镇潘垫村的上海腾行桃梨农庄果农正在采摘蜜梨。

（记者 邵毓琪/摄影报道）

□见习记者 陆婷婷

“你好！我叫Peter Lou！现在
我在美国纽约，是缘分让我跨越大
洋彼岸有幸认识你！”近日，76岁的
王阿婆（化名）在使用微信时，一名
自称叫 Peter Lou 的“美国大兵”申
请加其好友。在王阿婆通过验证
后，这名“美国大兵”就开始讲述他

“凄惨身世”：从小父母车祸离世，被
叔叔夺取家产，他为了减轻养父母
的负担选择当兵，妻子也车祸离世
……

“因为他和我说，他以前在北京
住了三年，学习过中文，所以我也没
有怀疑他为什么中文这么流利。”王
阿姨向记者解释道，“我也觉得他的
身世蛮惨的，很同情他，就和他一直
聊下去。”

随后，这位“美国大兵”表示，在
他与王阿婆的聊天中，再度感受到
了家人的温暖，便随即改口称王阿
婆为“亲姐姐”。

几天后，这位“美国弟弟”告诉
王阿婆，他要给王阿婆寄来一份昂
贵的礼物。“我一开始也担心这是骗
子，但想骗子一般都是不会给别人
寄东西的，所以我就把地址给他

了。”
就在这时，这位“美国弟弟”的

骗子本色开始显现出来了。他称因
为礼物的价值太高，正扣押在北京
海关，并发给了王阿婆一张海关出
具证明的照片，需要王阿婆缴纳 2
万元的海关税才能取走。同时，一
名自称是“北京海关工作人员”的人
也加上了王阿婆的好友，要求王阿
婆汇款。

心急火燎的王阿婆立即赶往银
行，却被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出端倪，
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骗。于是，工
作人员请求青村派出所的民警到场
处置。经过民警们的轮番劝导，王
阿婆认识到自己是受骗了，便打消
了汇款的念头。

之后，王阿婆在民警的监督下，
删除了骗子的好友。鉴于阿婆目前
一个人居住在养老院，民警在第一
时间与阿婆的侄子取得联系，谨防
阿婆再度上当。

□记者 金霄雯

说到夏日游玩的好去处，海边
是不少市民的选择，吹吹海风，挖沙
戏水，既好玩又凉爽。位于海湾旅
游区的渔人码头景区内，迎来了一
波客流高峰，单日游客数量超过了
一万人。

每天下午六时许，渔人码头景
区内聚集了不少游客。在这里，游客
们可以在岸上看海景、吹海风，也可
以到人工沙滩挖沙坑、堆沙堡，还可
以走在滩涂上踩海水、捉小鱼小虾，
享受清凉的同时与大海来一次亲密
接触。市民殷女士告诉记者：她们每
年都会来玩，现在天气比较舒适，来

这边逛一圈，心情会舒爽一些。
正值暑假，来景区游玩的游客

中，大多是家长带着孩子，如果说大
朋友是来放松身心的，小朋友们则
是带着好奇心前来，在玩乐中探索
自然。现场两位小朋友玩得特别开
心，争先恐后告诉记者：“运气好的
话可以挖到螃蟹，拿回去把它养
着。”“玩得很开心，我在滩涂上挖沙
的时候，捉到了小螃蟹，还看到有小
贝壳，水里有很小的小鱼。”

在此，我们也提醒市民，夏季是
渔人码头景区的游玩高峰季，出游
的市民一定要严格遵守景区规定，
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将安全放在
第一位。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和元智造精准

医疗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2.建设单位名称：和元智造（上

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橙志

（上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4.项目建
设地点：上海市临港奉贤园区E08-
03d地块

5.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基地总占
地 面 积 33388m2，总 建 筑 面 积
77848.83m2，拟建3幢生产厂房，1幢
仓库，1 幢质检综合楼，1 幢危险品
库，1幢污水处理房，1幢变配电站，2
幢门卫室，以及地下室。项目建成

后主要从事重组质粒、重组病毒载
体、CAR-T细胞的生产。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07 月 27 日至 2020 年 08 月
03日止）

2.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xxgk.
eic.sh.cn/jsxmxxgk/eiareport/action/
jsxm_eiaReportDetail.do?from=
jsxm&stEiaId=94b42514- 401a-
48e1- 864f- bf674016c7f6&type= 报
告书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xxgk.eic.

sh.cn/jsxmxxgk/eiareport/action/
jsxm_eiaReportDetail.do?from=
jsxm&stEiaId=94b42514- 401a-
48e1- 864f- bf674016c7f6&type= 报
告书

4.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纸质查阅点：上海市浦东新区
紫萍路908弄19#楼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 系 人：蒋金仲
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紫

萍路908弄19#楼
联系电话：021-58585887
电子邮箱：jjz@obiosh.com
传真：021-55230588

□记者 乔 欢 何 芹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暑
热夹湿，常使人脾胃受困、食欲不
振，此时就需要用饮食来调补。在奉
贤，除了传统吃羊肉的进补方式，不
少市民也有大暑喝老鸭汤的习惯。

一大早，南桥镇金海苑居民张
惠明就忙活开了。清洗老鸭，准备胡
萝卜、玉米、参须等炖汤辅料。老鸭
汤的做法并不算复杂，将整只老鸭
和辅料一起放入砂锅，加入凉水，倒
入少许料酒，炖煮就可以了。张惠明
回忆幼时，暑天也会喝老鸭汤，但是
受生活条件影响，长辈可能就加点
红枣炖，现在则更讲究食材的搭配
了，玉米、胡萝卜、参须、枸杞等，会
根据个人口味多放一些。

食材下锅不到半个小时，老鸭
汤的香味就已经弥散在屋子里。一
般情况下，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喝
到美味的鸭汤，吃到鲜香美味的鸭
肉。喜欢酥烂口感的可以多炖一到
两个小时，全凭个人喜好。

老鸭肉有嚼劲，吃上一口，油脂
的香与淡淡的咸在舌尖萦绕，回味
余香。而除了老鸭、羊肉等进补食
材，市民还可以吃三豆，也就是绿
豆、赤小豆和黑豆，中医称之为“夏
季灭火器”。无论如何，大暑时节，饮
食要多咸少甜，以清淡饮食为主，忌
辛辣刺激油腻生冷的食物。这里还
要提醒市民，从冰箱取出的食物最
好放置几分钟后再食用，或是加热
后食用，冰冷刺激的食物则尽量不
要吃。

暑日老鸭汤 滋补养生受青睐

海外“弟弟”寄出包裹被“扣”海关

七旬阿婆欲汇款幸被民警劝阻

知名设备供应商濒临破产

奉贤法院“执转破”助力企业重整再生
渔人码头迎来夏日游玩高峰期渔人码头迎来夏日游玩高峰期

海边挖沙戏水乐趣多海边挖沙戏水乐趣多

以案释法

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变局中开新局

蜜梨获丰收蜜梨获丰收 果农乐开怀果农乐开怀


